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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畫行政的常識與科學思考方式

葉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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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種 裴

本文在於探討何謂科學的行政，研所謂供做行政賞施基礎的科學憩考方式文是什麼?全文分成:(1)科學行政之應有態

度， (2)何調細膩的行政 ， (3)政策行政與實旅行政 ， (4)都市計畫中動態因素的作用 ，. (5)學富饅度的計inll方法 ， (6)有關社會行

為的預測等六部份。最終的目的乃織能提供提繃計鑫行政諸人士，在研擬可行方案時，可據以為做何言醫科學位判斷，何謂

常識俊俏i盟軍的一種參考範側 ， 俾幸自於計畫畫行政的推動 ， 挨得以提升計畫行政的層次 。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as the so called “scientific administratioria Il吐scientific thinking", which can

offer the foundation of administration come into effec t. The whole passage contains six parts: (l)Atti·
tude of scientific administration, (2)What is a solid administration, (3)A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op但一

ational administration, (4)Dynamic factor for urban plannin宮， (5)Measurement of citizens statisfaction,

(6)Prediction of social behavior,etc. The final purpose of thisafticleislOipl'cNiMthe planning admi·
nist,ation a good example as well as a reference, for distinguishirigbetween selentific judgementancl
practical judgement， 間'preparing feasible alter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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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規劉行政 (planning ..administration·)乃始於 自我管

理，以人際的交流溝通為主，並藉各種媒介手段，聽育出

共同的意見或政策，以付諸實施為其最終臣的。而規畫IJ乃

是使集閣組織與經濟社會的自律運行，得以依競賽1輔之三k

體來加以推動的一種具有動態性之行動計畫。一毀所謂的

經濟計藥、都市計畫畫、生產計畫畫、財政計畫皆有賴具有對

經濟、都市、生產、財政等專業知識技能的人們來研擬制

定，此ftP傳統所稱的規劃，以及援部締約角色。若欲將諸

計畫畫付諸實施，員IJ牽涉到法規制度、組織技縮、人際關係

等規書II]行政約層扇，規劉行教師~IJ係指執行研擬繞劃行政

工作的專業人員。

由於科學係始於觀察，立主運用統計等計畫畫分析方法，

使海論科學更形發展o而在連論科學簣'E13於係探討自約

與手段鶴的關係'故也產生了有關政策自主諸科學。{且通常

在政策科學中所述及的政策，或政策體系中的計蓋章，多吐

於提供給政府做為諸政策的設計籃蜀，欲速成一般人也能

自主地管理自己所鶴的社會.~I]街有一段的距離，此乃函

這終將涉及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 鈞問題所致 。 涉及

公共選擇、意思決定等領域自IJ文包含了有驕預算、級織、

資訊管理、計奎、財務等政策實行上的內容。一般所謂鈞

質行科學 (irnplementary science).' 乃希望能從實踐的

科學立場來對政策做適當的修正，也因此對於規劃行政所

含蓋諸科學彼此潤的關係可以圈 l加以表示。依鹽 1互了知

名E壞對行政中 ， 首先患有觀察科學 ， 再依意思、決定科學 、

政策科學等的順序，最後才以實行科學的成果付諸食行;

接著再由到觀察科學，藉這些學問總璟髏系來提高理論科

學的水準。間此，規章j行政學乃兼其人性並以獲集吾吾科學

而成的干可動態學問;又E131f~此學問始於觀察防止於觀

察，故賞務經驗將具有趣E重要的地位;同縛，兼具「理論

科學 j與 r j聖務常哥華 J 的平衡也是這門學灣的特徵 。

競賽1行政的最終臣的乃在於使人們能夠健全地管環自

己所生活的社會'115l此須對自己的行為、生活的社會負

責，而這正是臣搞所謂的技術專家政治( technocracy )

的環想。但是，競賽j行政教難的課題乃是在於，當處書毛、不

知道應如何來推動計畫畫縛，亦或受限於執行期限，且與任

何λ討論仍未能有哥哥確的方法時. i旦仍須研擬出一可行方

案峙的困境。如上所述'E13於規劉行政須;兼具科學與常識

的平衡，沛且還詢者又往往i'生能突，因此本文的主旨乃

在If;'討論，當執行對規餅的行政工作縛，亞軍如何將實務之

或社會上一般的常識，籍較為客觀合理的邏輯推論與科學

的思考方式，予以具體化成較能為規劃行政部所耳於把握

的思考模式。同持自於規裁行政績考慮公共選擇的問題，

問此本文也斯能使不是規鄧行政的專業人員，不償援部行

政規則的一般社會民眾，也能從社會生活中的一般常識來

認識，較具科學佐維論的規晝1j1'J政工作應該如何來推動。

全文首先簡述欲使行政科學化，必須將民主去與決策加以結

合，而促成此二者圓滿結合，里Ii有賴漸次近似性的思考態

度來不單單進行修正。其次則介紹在此多元化的散會中，競

賽l行政所處理的對象之問往往具有兩律詩反的情形，而精

緻且在宮前兼穎的細微思考模式，將有助於行政工作的衰住

在重草鞋。再來則敘述偏重於政策性、長期性之行政與儷靈鼠、

執行、時效性之行政在思考方式上之真悶。撥著以市街形

成之動態過程的事例來描述「時間 j與「順序 J在繞鄧都

市峙的憂要役。繼之以引用設舟、偏好約戳念來描述對於

星星富程度的計測。最後貝IJ以對防災預謂自之計量公式為例來

配合說現，當執行防災計靈的行政工作時應如何考量社會

主畫眾的心理，以期能將損失降至最低限。

二、特學的行政之應有草皮

行政必2頁具有科學性。欲了解軍盟員對生活的關心，以

及「滿足罷度 j與「政策形成j之情必須在怎樣的系統下

來加以結合(郎，民意調查與政策決定之能應形成一個怎

樣的回饋閉路才是人們所期待的)等等，都是行政上的重

要問題。日本當時縣曾以總合區域指標 TLP (Total

Level of Province or Prefecture) 做基礎來測定出縣綜

合計畫畫並設定與偏好度調查、縣E可意識調查可以][相結合

的血路系統，採用滾動式ilt靈做法，使計靈與調查互相作

用，來不斷更新 TLP指標，以供評價分析之用，立直對計

畫進行修正 c不管是行政或是政治，乃是對於人類社會加

以操縱、控制之過程中約接術或方法。出於餃然是以人為

中心'115l此人的「心 J乃為濃重重要約探討對象。對於人心

的把握不僅岱難，前且往往沒有其聽的答案，因此必須活

用合理性鈞思考與科學性的判斷。

既然、行政為一操縱過程中的技衡，因此必須依據到目

標為主的過程來設定一些限制條件。此持對於呂樣的決定

與限制條件，不僅須活用科學資料，有詩往往政治或行政

的立場反而佔有更大的份羹。此告單然函涉及哲學觀或意識

型態，前且也是一不可避的問題，但是行政的結果將哥

多少人的共鳴仍須核科學約調查，且啟蒙、

科學的方式。叉，如果決定了目的、條件，

心，則到底應實施怎樣約政策才好，

一可供控制、操作的資訊來源，

所期婆控制的目的。

查目標、 (2)潤延的調查計畫畫與實施、

的分析、(是)分析結果的正確解釋等一連串步驟。

操縱控制過程本身乃屬於一種嘗試錯誤的步驟，



錯誤的修正如更須報科學來加以決定。

上述有關過程的操縱、控制，看來似乎是十分兵有統

制垠的做法，但政治、行政追根究竄就是操縱、控制的技

街，紙不過操縱、控制的範盟及程度，將涉及人心與自由

的問題，會因人的立場而有毅然的不悶，當然也將與前述

的政笨雷潔、設定的限制條件等具有密切的關係。而且，

上述之滾動方式系統、行政計量鞋、民意調i!f固鑽回路的設

定等皆是所應採取非常E重要的施政方法。但全體過程仍是

以漸次近似性的思考方式，使各部門漸進得到改善，紹互

提高水準，在螺旋向上發展過程中不數以科學方法加以修

.IE 0

三、何謂細膩的行政

郎便對具有特定意識的人，一般當黨施民:意詢查閱及

對政治或行政是否滿意時，往往會再度深λ針政治做一次

重新的思考，而不像在日常生活襄皇室止於考慮自己身邊的

家庭生活或工作場所、專業進展等。可級人對於自己週邊

的事，有關經濟狀況、工作生活，似乎祇有稍加努力，如、

這環進行，大概可達到某些程度的滿足慾;但若是仔細考

慮到行政的層面，刻將發現許許多多招致不i祠的因素，Jlij

研討政治、行政等問題的函難也就在此。

人本身乃是具有多樣性的，對於「希冀 j、「期

待 J 、「瑰寶的生活」都具有多次元的類型。而具有一貫

性的行政、政讓卻不能IlSIm藍各色各樣的類型來予以分割'

的i比滿足所有人的政策也誠為不可能的事。隨著社會結替罪

臼趨多元化，對於政策的反對意見也愈多。例如 A-J等

十件事皆有期望，故對每件事都將預算子以均等分自己，則

每件事都將不會得到滿足;又如果將預算集中於某一件

事， &11 其;餘的90% 終不會滿足 。 社會愈過多元化 ， 這類

事例將豆豆苦，而行政工作郎幾乎都是在處理這類事例。對

於面對多元化的社會，儘E量使不滿不要集中於某巨星定一件

事，且能使全體漸近地往好的發展方向推進，為使寺年的

德政將不致招來明年約存、故，有持不得已必績在一定的E股

市i下來採取一些瑰寶性的政策 。 在lit原則下 ， 如何取得百

姓的共鳴乃為最重要的課題，布取得百姓的共鳴烈更有賴

於各種細微之處不單單地付出軍忠心。3:I於對細微處悠閑心什

麼，問題樹在那裳， &11又必須立足於直在定的哲學觀之上 ，

以使F耳科學的方法不斷地進行梭討、反者。

為了侵科學的忽考方式，能真正對行政工作有所幫

助，必須注意到某些條件往往具有路層性，而這些條件的

路灣健在處豆豆瑰寶的問題上將十分地重要。就如何人們常

說「量變 J將使 f質變 J '不斷累積數量使其達到一定的

程度，將會使全鍾的質、內容發生變化。(且往往許多經驗

告訴我們， r 量變 j 僅為 「 質變 j 的必要條件的己 ， 而非

充分條件。「最變 J若未恰到好處也未必會滋生「演

變亦或i1f生了「質變 J i前非我們原先所期待的 ， 甚至

成了「變質 j的結果。日常生活中所常見棒球比賽的高飛

球與主左邊打，也是類似這個道豆豆。

3:I於瑰寶社會上所存在的問題，也有不少是超出政

治、行政範齒的問題，而是屬於人們自覺的問題，須由人

們自己來克思考，自己來修養反省的問題。對於何種程度為

此是廢於政治、行政的範圈，而超越此範單單須由個人自己

負責鈞一種範蠻界定，也是十分必要的 o此乃因瑰寶和J1I!

懇之間往往存在著一道鴻溝哥哥致，如果顯者招距甚大，將

會對理想叢生不信，哥哥導致對現實政治的不滿，使公信力

fit落 。 另一方餒 ， 為政者若操之過急 ， 將反招來社會的混

亂。在「理懇岳標所真有的意義 J與「現實行政上的意

義 J '兩者之認使其一步一步住進步的方向推進(停滯將

使百姓i1f生不信如此將較能取得爾爵的共鳴。例如，

當自己所做鈞辜受到他人的褒獎時，自己將會自動地更加

努力，因而更招致他人進一步的誇讚(一種的表性街

嗓)。如此好的事j與「被稱讚為一件好的事 J所i1f

g己的格乘效果 ， 將使事態進行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

四、政菜行政與實施行政

「政策」或是f長均計擎的大統 j若非立足於對行政

系統的演繹思考，將很難得到一健全的成果來，前擬定政

策或長期許靈的大餌，剃須賴於對現況廣泛地把握，以使

用科學方法和客殼的資料來進行分析。過去的時代或依龍

觀來把握現況，或在車憑著演釋的思考就足可達到施政的目

的，此乃因那種時代的社會，人們的目標趨於第一化、均

質化，對於提持著政策的行政者，以演縷的思考方式就足以

發揮施政的功能。但是當社會經濟發展到幾乎可以滿足人

們的最低生存需求時，更進一步鈞要求可就llSI人有另有千萬

差別，若欲以一成不變的政策來推行則更為不可能的事。

到底是一成不變，以演縛的思考方式來寞iIfJ.自擦;亦或是

努力於了解m代人們內心的變動，在這兩者中任何一鱷立

場的眾拾，都將是行政工作者所必2軍區臨的抉擇。前者雖

較具有發然順線的形態且也較易於不符民意的行政。若

萎於後者的立場，在多元化的社會書是往往解決不了事情，

甚至招至持續的茫然，若勉強將各方面教合J1I!化、近代化

來推展，最後祇見各色各樣經為童聲僻的人心市已。

處在這樣一假多元化時代的行政工作者，當然有必要

確冀的掌握人心動f旬，而不懲罰執於民成的立場，有百i壘於

牽強附會的理由也將會留下許多重大的錯誤。因此有必要

超越以往的歡念，來E重新確立新的觀點，有百總膩主主共柔軟

度的新iil1點之培音量約有賴於，經由周延的社會調豆豆資料研

獲致於對假體( micro) 深λ了解而無所偏免的知識方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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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成。換言之，對於長其目或主豆期政策的研擬，必2頁立足

於對民主主的選自章。政策自竟然2己所以rrr謂之政策當然有其接

蠶的詣，否則將沒有真正的政策;如果拘泥於感情，將

使行政導致混亂。在一個政錄下不可能滿足具有多樣慾望

或各種要求的所有人，而E重要舟的是不要有所偏袒豈宜於展變

未束縛能將多數人的心境順態時代的變動，儘最使其得到

滿足。此若從另一種主意義來看，政策立寞的立場乃是，在

尚未與市民有過直接接觸之前就應該要有所確定的一種前

隱性的立場。

奎於政策的實施，換言之，對方有、負責實施行政的各部

門，則與前途之政策行政立場有所不同。政策的實施，董

事要的是在於將已立案的政策，如何溫和地協滿地經由與民

眾的接觸來付諸實施。在這變將需要一立足於證冀的思考

方式，觀察民眾的心境，給子必要的說明，使畏眾處在樂

於接受的情況。此詩演釋的思考將退居幕後，有在證質性的

思考~IJJi雪於明顯的主導功能。這時，針對民眾院立足於總

體( macro )觀點亮時傲的社會調查資料，將為一極重要的

資訊來源;同時，對於但~IJ接觸民眾所感受到的心得也能

構成另外一種的資訊。務必交互運用所獲得的各種資訊，

甚于創依賴過於粗圖書的做法將得不到令人滿意的成果來。 JL

於證寰的立場荷獲致鈞資訊，與政策立案時具有不同的含

意，它對於2實施行政非常有幫助。使用經由設實立場所傲

的調查資料來加以分析時，可以把鐘、推察到涉及民樂欲

望、理想、期待、感情、心境等總體煌的意晃結續;然而

在政策立案時，員IJ街]會必要先分把握E!3於屬性差皇島而形成

的各種不同部份築皇島，以及其所導致各種不同的反態。

事實上政策JL察與黨施並未能得以詢和進行，此乃區

政策乃是以邏輯推灣的結果敏依據，來對總聽為茁做綜合

的知顫。沛3實施行政員IJ哥哥主藍眼前的業務，往往須與意見不

筒的人絡互溝通;沛負責實施行政的人也經由接觸這些簧

綠現象，方得以形成自己的態想、意見。因此，實施行政

屬於從本身的實設立場，來解決民眾迫切街道約一種行政

工作;而政策那著畫畫於瑰寶，殷Jlt若遇於偏向溫情，則將

招致未來無限約弊端。所以「政策行政 J與 f實施行政」

兩者，可綴也彼此約討論，使政策能做某種程度的修汪。

若此修正尚不充分，還可E!3'l實施的運用來做進一步的努

力，以研擬出績畫畫使更多的J\.能更滿意的措施。

以上政緩行政與實施行政的串串係'智能配合 TLP指

標、民意調查、 prefecture · minimun:"+長期計畫畫(政策決

定)之滾動式系統;旦有關民意調查不懸在室正於備好的調

查，應能更深入了解廣泛起眾被底的心境(市民性、縣民

1生 ) .如此的行政才能發揮真正的功能。尤其重要的是當

涉及民眾鴻章:與否的調3主持，經濟的巨皇宮看重慶間有其不容

忽足見的叢要煌，但在追求經濟發展的政策裹，人們心空軍深

處、精神方茵的滿足更不愿忽品見。經濟發展僅為社會變當

建瘦的必要條件而已，背在尚不構成充分條件;再說僅注蠶

經濟量的增加，往往招致使原本和諧的社會產生預期不到

的變質。於進行把握民眾憲章龍、備好等所進行的調1£時，

當問及對完全相反的A、 B兩個政鑽到盛贊成何者時，若

A看70%贊成 ， 這並不愚昧著對A全問贊成約有70% 。

一般而言，對A或B全區贊成往往都是少數，有百對A贊成

與對B贊成，不是 60%對 40%就是 40%對 60%左右的比

例。以某種平衡惑的心境分別對A、 B持贊成或反對的看

法，倒是一穫比較客觀的事實。若以調查結果顯示有

70%贊成A' 而對A強力推動 ， 卻說見另外30%為少數意

兒時，如此在原來的 70%贊成中並非全部贊成約人，將

優屬鑄成反對A政策，而與原來贊成B政策的 30%合

流，加上反對A政策的陣容。因此，即使在推行A政策

縛，也必須考慮B政策，如此才能得到為一般大眾所共鳴

的行政議效。3':於涉及探討民眾接底心境的所謂縣t\';性、

市民性的論瓷技術或科學方法，目前仍尚未具備;但若間

為調i1t技術尚未完善，科療方法尚未確立，頭沛不加運用

更是錯誤。即使不充分、不完美，但仍須使用目前所能選

為的最科學方法，並整理出所運用方法的限制條件，以求

發展出更完美的另一套科學方法、調查技衡，這才是切絮

際的鱗次近似的科學方法。而行政提攜者也應朝此方向來

努力，使行政系統更加洗練成熟。

.Ii. 、 都市計畫中動龍崗素的作用

目前社會的療保意識十分強烈，這原本是一餾好竣

象;在快速經濟發展的雨時，能使人們再度叢親自然草鞋境

的保宵。但是若為於自然會受到破壞(改造)才必須來加

以保護，則未免流於!感傷的情績。人類文化的發展與維

持，其根源乃是人類的生存問題，而維持人類生存，研擬

一些前瞻性的政策，潑不將自然在東京的狀態加以改造(某

些程度的破壞) .食為不可能的事。自然原本的?在蠻狀

態，若不綴宙人類適當的改造(修飾)也不可能發展出自

然界的羹，有關這點的認軍車在今天顯得特別還要。人類的

行為必須在慎靈考慮與科學方法的儉證下，將對自然的破

壞減至最小程度，必要時為了使有限的自然更加羹，也須

加以改造;因此有必婆從「破壞自然 j的觀念提升至lJr創

造怠然 J 、 f雪是化自然 J的觀念。

若!憑以上所提及對自然界人們應如何加以改造，這僅

不過是論述一種哲學而已。郤將此立足於人類歡喜站的哲學

付手血肉尚必事竟有科學的立場，且經常以科學所計測出來

的結果做依據，以供行故土的運用。一般對物性的計測、

評估比較容易，但對於自然、心境，亦或物性與心性的聖t

I@鞠係，員IJ叉非有一踴躍的數量來供施政時做參考不可，

此時可籍計量的思想、言十擎的方法;冒雪以 TLP指標等做



主在路的科學行政資料解析、合理政策約評估等等計量分

析，都將有助於使行政經驗者能做更正確的判斷。

守若以都市計畫畫市街形成約動態過程來考慮時，當涉

及計囊， r 詩間 」 、 f 順序 j 的要素將極為叢書害 。 今令 f

( x )為所得 X的分佈情形， p ( x )為對某物高I'Ji付出的

消贊額， ~，11 對該物品之全部消費額為

(x) dx 。 一般人們可為常識來設定 p ， 再來考量若欲達

成P態緒如何的順序;也許必氛使X大於X o旦大過於某

一程度以上(此端賴以X )的分你情形) ，否則將不存

在使市街發展的起動力.12§布P約消費額也不可能產生。

而一旦市居牙關始發展，員II上式得以成立，此時所完成的市

街計盞已非一靜態的計畫畫，而是包含f時間 j與f順序 J

的動態步驟。都市計畫乃對市街的發展由外ffi\來做大宙語的

規定即可，立市街的發展也不態僅依循最初鈞計輩無章發

展，而應在一大困苦的架構下，經由人們動態活動做核心，

依自律性來發展，大略架憐的基本則取決於如何來考量

f 時間 J 與 「 順序 j 的 12§素 。 12§此 ， 僅憑外鼠的環論 、 某

種特殊爽的意識、對計擎的過渡億嶺、對人理解的不足、

對人使關照的欠缺、對起動力存在的認識不足、對種種思

想的見解一樣性與多樣{隘的把握不夠、狀況變化的推察不

足等，都將使原來的目標無法遠成。近年來成大的近一些

零售商、飲食店、餐廳的競爭以及協調發展倒是提供了極

為有啟示性的黨俏。在隨繞成大一帶從閱元路、中華路、

東門銘、勝利路，這些地區的發展可以印證出「時給J '"

f 順序 」 的E重要 。 如果專注於 目前已形成的市銜 ， 來做靜

態的分析，則將不能提供任何有價值的參考。如果能更進

一步以計量行動的方法來探討，例如道路如何顯誠、房屋

如何興建、人們如何聚集、以致於如何產生P來，並以科

學方法來加以分類，將非常有紡於奇後行政工作上的椎

動。

六、豐宮程度的計制方法

一般論及星星宮一弱可分為對f物」而言的滿足惑，以

及對「心j言的滿足惑，而往往兩者晏蹺梅克交絡立難以

區駒 ' e j 此乃悶巨星富與否茱終究的感受畢竟取決於個人本

身。就以物質的變草草產生的滿足感來說，不能否認大多數

人對於追求盤寓物質的頭宴'12§此探討星星蜜的物質所產生

的滿足感似乎也來得較為沒賞。以前閣民所得{忌，GNP
少，但一般民眾也感到十分鐘富， I比始不論是否為精神主

義，或是社會璟尊重草草遷所致，對於壁畫富與否終究乃是每個

關氏的感受問題。

過去以不斷提高 GNP '提高物質的星星接而成功的政

策固然有之，使社會擺脫貧rn狀態的綴濟施政也應予以肯

定。但是，所導致自然環境的破壞己凌駕經濟所給予社會

正直效果的今天，行政者更有必要抑制魚吾吾效果，創造能

均衡滿足 f物 j、「心 J兩霞的條件、璟境及純度，此時

立足於多次元資料的科學思考方式將極為重重要。然沛，即

使創造出盤蜜的潔瓊，也不見得人們都會具有滿足感，有

時反而會區發霞程度的增大，郤使許多人更不會感受到滿

足的滋味，前往往這才是真正人性的本質。若今更深入探

討物質變蜜慶典心境滿足感的驕係'可示如廚 2 '物質的

壁壘蜜愈往右1i愈大，而心境的滿足點，愈往上方愈大。這衷

的心境1、高足感係以對物質方ITii~皇宮的程度而言，哥哥思考方

式方通約藍色露在此街包合自然環境破巷里的負面、涉及心讓

函、制度等綜合的多次完尺度，當然也共有正、負的方向

怯。出一次元鈞簡化圈可知，點係表示個人，當物質盤富

約態度絢低的語守候如A點滿足感也i氓，在此條件

下當然也有感到高滿足度近乎變人的存在。即使物質變2菩

提高到某些程度(如B點滿足惑、仍很難t曹大 c 但是達

到某種度時如C點則「物 J 、「心 j兩者是竄線

增加，當然間個人會有偏差。又到了某種度(如E點

縱令物質再形星星霄，滿足感忍不太增加。全綾ffij言，大致

為中心傾向的5狀緣。由於個人縮丟在反致，相關係數不會

很高。如何使這s狀的中心傾向線上升乃是尺策照著娘的

豆豆點。而點約歡你正象徽哥哥人心、思想、意泣的多元化。

若將上述一次完簡化路轉導入潔境溺素的考慮，可如飯 3

所示。 B境界線以外乃居都人們既不可及的範園，將境界

線往外延伸直II須賴技衛革新來達成。 R點係指尚未成熟或

不夠澈鼠的狀態，還有Ii旬外延伸到B。境界 B ~，II有各種不

同形狀的路線，一般物質量單竄到某種程度以上，璟境將急

速惡化。如果將鷗 3之(a)自己合心的滿足霞 ' PI得到以M為

最高點，漸次下降的中心傾向線 Q凡是具有兩律背反的指

標之間，也可III肉樣的方法標承於多次元的空間。

人的願E蓋住役是既得險又想得蜀，當物質達到某製霞

程度嗨，一豆豆習慣了，潑不再增加，將不會產生滿足感;

因此往往雖有盤竄約物質很人們依然無法滿足，甚至滿足

感在低。而對旦前所擁有約物質，卻稅物如空空氣絲毫沒有

滿足感，但是一旦少於現狀，其IJ不滿頓時增加，典型的治

安情形則為最貼切的例子;學凡這些現象往往不易以資料

的運恩來加以表現。另外，在考慮民眾的滿足感時，遺毒草

考慮對於物質變窗復度的個人分布情形。縱令物質再如何

星星寓，所有的人鼠不能表蹺出!可樣的滿足感;如果分布的

變星星通大， ~P所謂的貧富懸殊 ， 則更加添強烈的不滿 。 若

具有適度的變異，物質鎧富分佈於較高的人將得了滿足，

分佈於較低的人會有不滿，位於中位的人愈往高位移動念

得到滿足，分佈於較低的人愈往中位移動也念得到滿足，

本來(立於高位的人，若不再往更為位移動同樣也不能得到

滿足。在這動態過程中展現了人心的上與慾婆，確3楚地IE

t運人心的上昇慾望 ， 給於適當的滿足~乃是研擬政策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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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危險性。這可從上述對於預mil時考慮比較訂興亡

(更進步，待時以 Pij為念頭來比較 Tij與 Cj，j = O， l，

..J)之值時可知，這種狐注一擲或t1S!噎廢食的想法都

有必要加以檢討。另外一項靈哥哥的問題是有關於

訟，訟，E叭，aij，Cj等值的估算，當然還不僅包括一次災害時

人、物的損失，街應包括複合性二次災害所引發人們精神

狀態(不安、臆測、恐你等蠶眾心理或社會混亂)的損

失。雖然臣富有的階段，僅能以思考實踐來概佑道主主數倍，

而 Pij饋或許也僅能概略決定，然而總比不經過任何考

察，憑一宙之判斷做決定遷來得妥當。科學的行動計量學

乃是上述接種模式霞11，念頭，將各種可能的街題加以變

換、分析。像預測災害之是否發生、不發生、被害之事

部、事中、事f查對於1社會總合性的損失等等，皆串串於與行

政J己應i'i~.宣布警戒JiL告有著息息、相親的一種社會行為，實

應慎加考慮。叉上述諸物理葷的值將與預測的信賴慶、社

會狀況的變化(包含教育訓練等在內)互梧交給而導致評

價的變動，因此不能「僅 j停留於 f純粹 j 科學的頭;如範

顫。預測的行政當然有如家傳寶刀的妓果，但不見得拔刀

就好.t1S!此在行政上處理類似這種「社會 J行為預測，必、

草草十分慎重才行。

八、結論

欲超越過去的常識或思定的觀念所造成約述茫，科學

將{古有極重重要的功能。但是科學本身也繼續造成迷茫及自

定的觀念，此乃由於科學是建立於某一假設、限制條件及

規到上。如果該限制及規則(如果沒省限制條件以訂出規

則來，則理論將不能發展，也不能積蓄共逸的的知識來形

成學問的體系)稅離了現實，而尚不覺祭出其偏差，即將

產生新的迷茫。研究自然科學的人或許較輕視覆水難收的

觀念，而喜歡將具有反覆作用的世界(純粹自然典的循

草鞋)約法則，勉強貫徹於人類社會，以致於會造成一些奇

怪的現象;rI:t將促使包含些許迷茫在內的常識高度抬頭，

並期待藉此來超越科學，而人類社會似乎就是這種常誠與

科學主求均衡的過程。但是一旦這平衡有所偏差，導致常

識過於優先的話，里I)將對科學的發展產生負菌的效果。例

如鎧強調複雜的一面，而難以遠也限需IJ條件訂出規則(訂

出燒則又豆豆脫離現實，乾脆放棄) .而變成直觀，以致於

成不了「盟主美型 j的科學。又若僅以單純事物做對象則又

不需求之於科學。者以適度複雜的現象做為探討對象哥哥，

科學發展將十分迅速，此乃因做某種程度的假設或限制，

很容易建立理論，而且又與現實格去不遠，在這情況下科

學的法則得以成立。但若干革以這新成立的科學做事主礎，應

用於更複殼的現象縛，遇到行不通則又將放棄，郎使勉強

適用上去恐叉與現實脫節或再度墜入虛構的迷茫而成為無

用知識的犯濫。科學的世界本是白白的，而並非用來對人

類社會造成毆獲;但是人們往往將所獲得的科學理論，經

或是由於沒有常識所引起的科學理論的誤解與濫用，待發

現梅者中到竄是由何者較會引起人們的迷茫，於事後再加

以訂正就可以。

對以科學思考方式來追求客觀性的 f行政者」而言，

在瑰寶鈞社會力學中決非平坦的一條路。標榜理論與實際

配合的行政「學者 j也應主動參與琨賞的計畫畫行政工作，

同時對於不可避免的事實也不能僅採取旁觀者、評論家的

態度。然而不論行政「工作者 J也好，規畫II行政「研究

吉普J1也好，在他們的內心必須不皇島地克服「理念的在觀

性 j與「事質所存在的限制住 j二者認所產生的不協調;

函這種不協調研鑫生的緊張感，將隨著科學愈往境質的行

政紮根，而愈形激烈。如果綴不起忍受這種緊張的街擊，

一則妥協於既成的事實;一郎對於具體的行政狀況不予過

筒，有在專注於抽象的科學理論。但是能克服這發稿律背反

所帶來的緊張惑，使科學方法難根於現寰的行政，如此將

可期待得到引起國民共鳴的政治。

本文主要的內容基本上是引用林知己夫約觀念，導λ

於規章月1之行政工作中，說妨對於遭遇到科學環論與實務經

驗之間產生衝突縛，應如何依德較主主理性的思考模式來解

決行政椎動的困難。以下則將本文依筆者個人鈞聾兒歸納

成三點仍待今後繼續研究探討與加強

(1)超出政治或行政範圍之外未能以法燒等有形的制度

來約束者，此將取決於民眾個人的修苦奮與自覺 c因此當物

質條件愈鎧宮，對於民眾的道德修養教育態予以加強。

(2)以演繹的思考方式來貫徹行政的 目標雖屬流於不符

民主章，但漫無巨寶貝IJ私性主張無視大局的意兒，應如何認

定。換言之'1';意應如何認定，特別是國民程度較低落約

地盔，應如何斟酌導λ民意的比畫畫於行政工作上。

(3)以常識來設定市債發展起動力之前 ， 宣蔡先研討館

業聚集性的內容。成大附近聚集不弦外來人口，有大半為

其他專校或工廠員工，遙控人離他們學校、工作地點固有

幹道棺蓮，但仍有段距離。此係暗示人們的聚居尚有一種

補償心理，一種對於學術書卷氣氛績憬微妙情懷 O 這對於

推動規畫IJ行政工作都是極其君主要的潛在考態因素，然而卻

產生極大的影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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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 (I)市民性、譯系迫使﹒rIt乃引義於劉ll'ol沒

家國ll'o獨自的氣質、性格構造而言。本文乃係指茱

頭滿足、富裕之尺度。在自蘭往往以使用效用理論

或以偏好尺度來反映出社會僧人或軍體的行動。文

中單單 3之境界線 B ~IJ相當於多 目 標規訟中處理兩

倍臣標衝突替代總係的轉換曲線。

(3)一樣性 ﹒ 係相對於思想見解多樣性間言 ， 多樣性為

各色各樣且富於變化，而一樣使其IJ為較均質問定少

變化。

(4)社會行為的頭那 : 在本文中以防災為倒來說明災害

所進行「預測的結果」將對「社會主甚眾的行動 j造

成可能的影響，為rIt提供繞劃行政人員於研擬防災

對策時，做為考慮照者互動紡係的一種思考模式。

(5)總膩的行政 : rIt係相對於籠統 、 依據不明 、 偏袒之

用藉。意在形容施政須注意考慮到人心細微之處，

並能忠實地彈性地反映各種鑫眾心理各樣的需求，

將ll'o怨或行政部門與社會的摩擦減至鼓低限。

2 有關(1)科學的行政 . (2)細膩的行政 . (3)政策行政 . (4)

實施行政. (5)規數行政等名詞均係在形容行政工作推

動時的臣的或態度。 (1)係指以科學的思考方式來執行

行政工作。 (2)則在指行政工作領深λ把握人心深處，

極其精緻詳絡地從各種角度來考慮民眾的需求。 (3)係

指立起於研擬政策或長期計畫畫鈞行政工作，較強諦統

一性哥哥無所偏恆，具有較嚴酷的一函。 (4)較強調行政

工作的執行，因此著畫畫If，'實證分析與~l'民眾的溝通。

(5)係為將經濟 、 都市 、 生瓷 、 財政等計鑫方案付諸實

施時，將牽涉到法規制度、組織運作、部門溝通等行

政工作的運作管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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